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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讀*續閱單E罷

穆揖哥拉Jf.牽間越iA4S

200l月428 f';J:..血紅

“穆揖哥拉...牽用站fA啊，曾在盒帶 lit疇。丈化、

提禹穆』姆拉民品的*~丈~.盾，-it穆斯棒~*穆

辦掉了解和依故真正的伊輛差， ll.4伊街星的真面

司，色艷，本書~~教派之券，是~涉JlJk..~ 0

此.:IS畸取«..如穆揖哥拉牟牽同站所看，允帶根揖

瓜干禹作、各件也取La:

1. 此事"于穆a哥拉牟牽間站。

2. 降了封面之外，朱先，帶~lt.軒的向車，

串串你有任何用，I{..Jt.故此社且，晴寄于)0;，( ,='
祠站:

制跑個叫喝緬_1，、制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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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讀島建的建72.

車普露椅悉的其主之名

甜言

一切贊頌，全但真主，他攔有一切的贊頌，我

作道:除狙一充二的真主外，絕元皮受崇拜的主:

我又作道: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仆人和使者:愿清高

偉大的真主賜福他和他的家厲，余主fl弟子。

的碗，內心的平靜、安于和愉快，能消除一切

忱愁和悲銜，它是每令人的目的，以此荻得美滴的

生活，充限的政法和喜悅。送些信仰因素、自然因

素和行方因素，只有信士才能完善之。至于其他的

人，如果他們藐得某方面，某小因素，他們的理智

都金勻之斗爭，使他們全失去其它几令方面一一最

有意文、最肯定、最完善狀況和錯局。我特在遠篇

文章中提到我所接得送些恃大自諒的途徑，它是人

人均之奇斗的目粽。堆挨得了其中的大部分，他就

舍生活的舒造和美漏:堆失敗地設有接得整毫，他

特生活在不幸和悲衷之中:權義得了追問神之間

的，根揚他所嶽得的援助而定。真主是使人成功的

援助者，是幫助一切善行、消除所有罪惡的主。

-5-



學讀皇糧聞單皂挺

4會 4遙遠槍t6追殺

信仰 11 -1- 功

1一其最重大、最基本的各件就是信仰和善功。

館大的真主混z

UU心4i;炒手為♂(jf j~~ ~心~:;，

[們的 :~T~l]~~州J tFGPApANH2月)

【凡行善的男女信士，我誓必要使他們述一

科美滴的生活，我誓i必要以他們即行的最大善功披

酬他們，】@

清高的真主告訴并吽釣=堆集信仰和善功于一

身，他在今世就可以享受美漏幸福的生活，并在今

后兩世荻得忱美的披酬。

這科奈件是一目了然的，他們正喃地信仰真

主，其結果就是行善，改善心夷、品德和今后兩世

的生活，伴隨著他們的各科基磁和根源，他們在其

中享有各科炊氏、喜銳的因豪，能泰然赴之各村不

安、忱愁和悲銜的囡寰。

(j) (蜜蜂章》第 97 哲

-6-



會租車讀間軍區提

他們因方接受和感謝它這用途些有益的因素，

而接得友愛和幸福美漏的生活，他們這用逛一方面

生活肘，金感到喜就并渴望它的永存和吉皮，希望

義得感謝的報酬，佛大的事並囡送些攻球果寞的福

利和吉祥而忱腔。

由于他們思力抵抗、縮小和忍耐所遇到的、勻

自己毫元美系的各科吋灰、街害、忱愁和悲銜的事

情，因此，他們能有效的抵抗、銓受得其考設和能

力妥善赴理各科可憎的事情，]A忍耐和堅信中裝得

回賜和根酬。高尚的事情能消除可憎的行方，取而

代之是快忌和美好的愿望，渴望真主的恩典和扳

酬，就如主的使者〈廳主蜴福之，并使其平安〉在

正繭的《至當II)} :x才此所說的那祥，他說z “信士真

了不起，他的一切都是善功，也只有信士才能做到

述一切z 三告他眾傳恩惠的肘候，他感謝真主，那財

于他是一神恩惠:對他遇到夾雄肘，他堅忍不移，

那封于他也是一科恩惠團I' m

主的使者(愿主賜福之，并使其平安〉告知z

信士所有的工作都能藐得重隻加倍的贏利、幸福，

充槍他遇到的是攻昂起是忱銜。

<D (穆斯林蓋骨 II集》

-7~



會種車種閱單t~

因此，你金投現有兩件事情代表著幸福和夾

雄，人們在接受逛商件事情肘有著非常大的差弄，

那是根揖述兩件事情在信仰和善功中的差別而昇。

送小道他遇到幸福和夾堆的財候具各兩科屑

性，就如前面我們所提到的一一感謝和堅忍，它金

結人的帶未攻氏和喜說，消除不安、忱愁、悲街、

心胸抉窄和不幸的生活，完善他在今世中美瀚的生

活。

另一小道他過到的是喜攻有害的、忘恩~3(的

和犯罪的事情，他接受迫些道德敗杯的事情，就像

牲畜貪婪的那祥。其肘，他的內心并不快示，他的

內心因方游多方面而不能集中，分散于害怕失去自

己所喜愛的，通常是迂多的害怕生活中所過到的各

科偶技事件:另一方面是永不漪足、貪得充炭，也

吽他能義得，也i午他得不到，即使其主規定他得到

了，此前面所提到的几小方面他逆是不安，他因忱

慮、煩躁、害怕和坐~~不安而遭到厄逞，不需要淘

何他不幸的生活中友生了什么，因方害怕不安，各

科思想和精神的病症也件送到了最惡劣的狀況、最

孩人研間的煩1宙中了，因方他不希望撤酬，更沒有

忍耐，他希望忘氾，使其容易 e

-8-



會租車~S'間建罷

i主所有的都是考場，例如在這小側子的某令

人z 道你思考他在人的中間的狀況肘，你金投現遵

循自己信仰宗旨的信士勻其他的人之伺存在看特

別大的差昇，伊斯主鼓勵人的漏足于真主的錯葬，

浦足于他賜予人笑的各科恩典。

皇宮信士遭到每令人都可能遭遇的病症或貧旁

等等偶炭事件吋，他合因方自己的信仰而漏足和喜

愛真主的分配，你金投現他喜愛真主的定然，他不

舍強求真主沒有方他規定的事情，在生活上他金現

看不如自己的人，而不合攀比比自己高的人，如果

他設有漏足，但是他的愉快、攻氏和安岡腔述那↑

渴望族得今世中一切的人。同祥，你在設有雇行信

仰要求的人跟前不舍友現述些，三吉他遭受一息貧努

或失去部分要求全世意愿肘，你金投現他被度的困

苦和悲銜。

另一小例子:造技生使人害怕的因素和煩愴的

肘候，你金投現正碗的信仰能使內心堅定，心平司

和，根揖他思想和盲行的能力，能移腔任地安排和

赴理這小突如其來的事件，培莽自己安心于遠科痛

苦的煩，筒。送些狀況都能使人安然，內心安定。

同祥，你舍看見沒有信仰的人恰恰勻此相反，

..9·



學種車扭曲建罷

元洽友生什么可怕的事情肘，他都金煩躁不安，精

神高度黨弦，思想不集中，扭心和恐俱蛀遊他的心

吏，外在的恐棋和內心充法表述的不安聚于一身。

遠耕人，即使他們設有一些需要反笈鍛'燒的自然因

素，他的能力也金土崩瓦解，精神高度黨弦。那是

因方他失去了扭待忍耐的信仰，特別是在忱鈞、煩

稿的肘候。

善人勻惡人，信士勻非信士，都具各后天性的

勇敢，都具有背叛和接視的天性。但是信士以其信

仰的力量、堅忍、托靠真主、依賴真主和真誠相信

真主的報酬等等事情，增加他的勇敢，減鞋畏，慎，

淡化各科夫雄，就像棉大的真主說:

;;"~1f ~ ;;"~l£ p.i掉以lf ，}.戶的伊1 峭I~'~ 命

【(、. t):~T ~W\) 札手;'\.0.:侈品!I ~\S'"J ~~-;. "i品 ~I~~;::;J

【如果你們感到痛苦，那么，他們輛是象你

們一祥感到痛苦的z 你們希望JA真主那里在帶他們

既不能希望的扳酬0] CD

他們得到來自于真主的援助，使背叛四分五

裂。清高真主說:

(j) (個女章》第 104 哲

-10-



華頸鹿讀間 ilt 琵

1以自冉J~站 1卉語 I;')ili 勾心)J 4111 I禿的多

【{們) :~T J凶':I t ] 4f:~，1!臼3\ 之手 WI lJ!

E你們座過堅忍，真主胡是同堅忍者同在

的。】@

CD (晶串j品章》第 46 可言

-11 -



華租車撞的建罷

4已·象這

2-消除忱愁、苦情和不安的方法有z 以看各

科言行善待余生。真主根揖各科善行，所有的福利

事~和正文的程度以此消除善人勻惑人的忱愁和

不安。但是信士此中能藐得最完美的份額，因方他

的正又是由忠城地方真主而友生、渴望裝得真主的

扳酬而忱膛，他方了荻得真主的恩典而努力行善，

真主使他容易，是因方他的忠城和目的，真主金消

除他的突堆。棉大的真主混:

ζb! 〉{2.hJJAAYHKd;;戶 -:i! 抖1)KLAFJ 少~~

4斗爭;去iMFLh〉LJA1 戶Q，jA 叫1 副主;戶~~J ""'~，沾，

[(、刊>=划已w，]

E他們的秘密談甜，大半是完益的z 功人施

舍，或劫人行善、或劫人和解者〈都密的故活〉除

外，最均真主的喜慨而作此事，我要賞賜堆重大的

扳酬0] <D

清高的真主視明了途所有的事情，只要目的是

方了真主那都是善事可以帶來福利，消除街害。滑

Q) (但女章 B 第 114 常

·12·



學寶島續問..琵

于虔誠敬意的信士，真主舍賜予他丰厚的撤酬。在

遠丰厚的提酬中有z 消除他的忱愁、不安和煩樹等

等。

司的，



會種車績的速提

最:h 寺唷~fI6.:t..作等，，~~

3一在消除由于精神高度蜜張而投生的不安和

由于一些煩惱而辱致的心神不安的奈件有: h人事于

某科善事或某科有意文的知棋，它金吐內心沒忘使

其心神不安的事情，也i午由于某科因素使他忘氾忱

愁和不安，使他心情舒翰，精神煥裳， i主神因素也

是信士勻非信士共同具有的。但是信士因方自己的

信仰、忠城、堅信致力于述科他所掌耳或教授的知

怎只、力行的善功而超群出余:如果那是一神功修，

他就能談得功修的報酬:如果是今世的事各或耳

俗，那他就善良的拳意，借.LIt}眠狀真主，因此，可

以避免忱愁、煩惱和不安。有不少人感到不安和伴

隨著忱愁，而辱致各神病症的友生，而遠科行方成

方他最有效的?于蜀(忘氾使其不安和忱愁的因素，

致力于履行各科使命)。

他所A人事的工作座法是內心喜愛的， i主最能使

他義得有益的目的。真主最知道。

·14 -



學種車續問·提

司重視晶宮式tfI.x..悴 ， ~~i，~恤，當神神

4-在消除不安和忱愁的因素中有:聚精合神

地注重道天的工作，不封未來的肘光忱心仲悴，也

不肘道去的光開懊悔方千，因此，先知穆罕默德(愿

主賜福之，并使其平安〉曾祈求真主保妒他通高忱

愁和煩惱。 x才迂去的光開懊悔方千并不能改斐它盤

毫，忱憨是辱致文才未來感到恐慎的因素，人的庇i亥

注重對天的工作，竭息全力地改善自己的每一天，

每一秒。如果他聚精金神千送項工作，那就金完善

各科工作，以此消除自己的忱愁和煩銜。先知穆罕

默德(愿主賜福之，并使其平安)對他祈求肘或主吉

他教專自己的民余祈禱肘，在祈求真主的援助和渴

望真主恩典的同肘，他鼓勵人們竭息全力地笑現自

己所祈禱的，祈禱勾工作是相河區的。仆人努力地

做有益于今后兩世的工作，并向自己的莽主祈求成

功和援助。就如穆三是〈廳主賜福之，并使其平安〉

曾視=“你對致力于對自己有益的事情，井求真主

襄助，你不要碌碌充方:部果你遇到不幸肘，你不

要說: t假如我曾銓述祥做了，它就金如此述般'，

但是你道說: t迪是真主的定然，其主髓Jt\m欲-F

·15·



學讀揖續前建起

因為 4餵如，一向萌為惡魔打卉了大non (j>'艾布呼

萊敕〈慮、主喜鵲他〉的特述。主的使者(愿主賜構

之，并使其平安〉命令人的z 元洽在任何情況下都

虫喜愛有意文的事情，并且向真主祈求援助，勻此

同肘，不要害怕自己充能方力，一切全免真主的前

定和定然。

所有的事情都被分方商特z一神是仆人有能力

裝得，或者是消除，或者是減鞋的，送需要仆人竭

恩全力，并且求助于他的莽主未完成。第二神是仆

人設有能力得到的，仆人均其心平究和、喜棍和服

紋，毋庸置疑，以遠令均基咱是裝得愉快、消除忱

愁和煩愴的因素，

(l) (穆斯林壘胡i攏，

-16·



會租車聲音問.m.

"他也.Jr臺

5-卉拓心胸、使人安心最大的因素就是多多

地記念真主。氾念真主財于卉拓心胸和使人心安，

消除忱愁和煩怕有看奇漣般的影吶。清高的真主

說:

你的 :~T~)q~~吵品品笛~1)'~ ~f J-

E真的，一切心墳因迫把真主而安靜，】(j)~

仆人渴望裝得真主的披酬和賞賜肘，氾念真主特別

是封于衷得自己所尋求的有著巨大的影吶。

(II(雷霆章，第 28咕

-17 -



會宿學買賣的·罷

實r: 6 .i益t6 J息匙

6一宣揚真主明星和隱藏的恩惠也是如此。的

硝，主人LR并宣揚真主的恩惠，真主合以此消除忱愁

和煩倍。在仆人調有最高的地位肘，鼓勵他感謝真

主，甚至于仆人在貧努或生病或其它的考鐘之中也

對鼓感謝真主。如果用真主賜予他數不腔數的恩惠

勻他所遭受的考噓比較，他所遭受的考瞌元法勻真

主賜予的恩惠滑比。

三旦真主以看各科夫維考噓仆人肘，仆人在其中

完成堅忍、喜怯和服放的取責，考鐘就金斐得容易、

減鞋，困誰也就斐得微不足道。仆人希望其主的扳

酬和賞賜，以看履行堅忍、喜棍和服A人的取實崇拜

真主，放奔頭苦的事情就金斐得甘甜，忘t己它就金

苦思甘末。

·18 -



學租車續問速提

花看也 a 己噓借水平餓66 人

7-7\才于遠方面最有意叉的事情速有=遵循先

知穆罕默德〈愿主賜福之，并使其平安)在正磅的

《至引II» 封此的教辱。三告肘他說:“你們對看比你

們低的人，不要班者比你們高的人，送祥更能使你

們漏足于真主文章你們的恩典。"。如果仆人把送小重

要的現店、放在自己的面前，他就全友現自己在健康

和給莽方面腔迂吽許多多的人:充治何肘，如果他

能挂到遠科程度，那么就能消除他的不安、忱愁和

煩恤，增加愉快，喜愛真主賜予他于忱越他人的恩

典。

每三5仆人仔細地思考真主賜予他的各科明星

和隱藏的、信仰和世俗方面的恩典肘，他就金看見

他的莽主硝己賜予了自己件多恩惠，方他消除了各

式各祥夾雄，毋庸置疑，遠祥就金消除他的各科忱

愁和煩筒，帶未愉快和攻心。

<D (布暗里圭 vII集》和《穆斯林壘。 II集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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暈租車龍舅告間.m.

~拖車寺，備除牠龜tIIiJ看

8一帶來愉快、消除忱愁和煩1宙的因蒙足有:

致力于消除各科辱致煩樹和忱愁的因素，努力裝得

各科帶來愉快的媒介，那就是恩力方忘記垃去不愉

快的事情，清楚地說調到把自己的思維周到回也迂

去不偷快的事情，是充效、充意文的行方，厲于愚

蠢的行舟，努力畜斗消除內心封近去不愉快事情的

思考，同祥努力奇斗消除內心玲:悔末的不安，消除

封特未生活幻想的貧努和扭心等等。

他通知道未來的事情都是未知數，格來友生的

是幸福起是究雄，是希望注是痛苦都不得而知，它

是由佛大的、明哲的真主素手掌管，仆人并不能更

改笙毫，他只能致力于談得幸福和消除夾瓏的工

作。仆人知道如果把自己的思想用到格來的未知數

金感到不安，他鹿三告依賴于自己的莽主未改善，并

堅信真主舍克自己改善一切。如果他送祥做了，他

的心就舍得到安宇，所有的事情都舍得到改善，所

有的忱愁和煩情也隨之消除。

-20-



會租車稽的建罷

新事故善社丹和牟后t1f1-t1-_這措

軒在最有益的囡素中 z 使用先知穆罕默德〈愿

主賜福之，并使其平安)曾設折榜的持向看未來。

穆蓋〈廳主賜福之，并使其平安〉曾說: "求鎔改

善我的今世吧!它是我生活的領域z 求愈改善我的

后世吧 i 那是我最典的自宿:求您使我活著增加善

功吧!求您使我的死亡方接脫罪惡吧!" <D

同祥，穆差〈廳主賜福之，井使其平安〉盔

曾說z “主鴨 i 我渴望您的慈惘，求您不要把我委

托錯自身，即使是眨眼的時刻，求您改善我所有的

事情n~ !隊怒之外，善色完真正因受崇拜的主。，，®

如果仆人虔誠敬意的肘肘提念送小能改善自

己教叮和世俗未來事各的禱祠，并努力安現之，那

么真主就金方他安現他的祈禱、希望和工作，把他

的忱愁特斐方喜脫和攻心。

Q) (穆斯林主vII集》

~(艾布垃吾搗壘。 II集》

- 21 -



會租車錯閱單皂罷

r4 d是株t6估計尋~~挺系牽

1。一在消除忱愁和煩惱最有益的因囊中 z 三自仆

人遭到各神不幸肘，他鹿三皆以看可能比此更杯的估

汁未減輕它，以此鍛嫁自己。如果他送祥做了，吐

他足可能地放輕松，以看述神鍛燒、遠科有意文的

努力，他所有的忱愁和煩怕也隨之失去。換句活現:

努力可以帶來各科幸福，順利地消除封仆人的各科

街害。

道解換了各科扭心、民煩和貧努的因素，設有

他不喜愛的事情，址他以看心平司和、培莽自身的

方式去謹防它，不然，他鹿三告竭尿全力地警惕述一

切，鍛'據自己能移承扭各科不幸，減輕和消除更F

童的夾雄。尤其是對他根掘自己的能力使自身忙于

保E免遭各科不幸的肘候，他在散條自己的同肘，

致力于有意文的事情，消除兩各科夫瓏的忱慮，努

力奇斗，更新能力，抵抗各科夫雄，勻此同肘，依

敕并堅信真主。毋庸置疑，財于述些事情在表得喜

棍和心胸卉朗方面，有著重大的意文，同肘仆人逐

希望裝得真主的報酬和賞賜，元治是迅速的活是緩

慢的。遠是鎧較之淚，是i午許多多人斌噓的結晶。

- 22-



學讀a謂的建龍

繭 ~IAJJJ 壺，會規鶴.位發~~幻想

11-封于精神病最有效的治斤，同吋也是財身

体的好法:內心的力量，以及不方辱致罪惡的思想

和受到幻想的影吶而煩躁不安。因方人一旦P屈服了

幻賞，他的心就合受到各科影咱一一恐俱和病症等

等。

摘怒和煩吉L屬于使人痛苦的因素，堆猜測金友

生夾准和失去所愛，他就金遭到各科忱愁、煩樹、

心夫和身体方面的疾病，以及影咱及其惡翁的精神

崩潰症，人們硝己見到很多遠方面的街害。

- 23·



會租車錯聞單l&.

4色食和舔鍛 J島臺

12一內心依敕真主、托靠真主，不向幻想妥協，

任何罪惡的幻賞都不能控制他。堅信真主，渴望真

主的恩典，那所有的忱愁和煩樹都不能侵犯他，各

科身体和心吏的疾病也舍隨之消失，內心可以挨得

各科充法描述的力量、卉朗和愉快。有多少巨院住

漪了犯有罪惡幻想的病人， i主神事情又影吶了多少

堅定的心吏，更何況是心支軟弱的人呢?又有多少

人犯有痛呆症，康隻來自于真主，他援助那些方了

裝得加強有益于內心因素而努力的人，消除他的不

安。清高的真主說z

[(的 :~T d油J' 阿拉占 3AIK5年 J知，:，reJ 學

E確信托真主，他特使權浦足。】 CD f!p :真主

使他漏足于所有他重視的教門和世俗方面的事情o

托靠真主使內心的堅定，任何幻竟都不金影咱

他，任何事件都不合使他焦慮不安，因方他知道那

是內心軟弱的掠志一一毫不安諒的沮食和不安，勻

此同肘，他知道真主負責所有托靠真主者的事秀，

他堅信真主，相信真主的許鉤，那么，他的忱愁和

CD (高指章》第 3 哲

·24·



曹種益智聞單E 提

煩椅也隨之消失，因准斐方容易，忱銜斐成協快，

害怕斐方平靜。我們向清高的真主祈求寬恕，恩賜

我們堅定的心東和完美的托靠，真主負責托靠者所

有的幸福，消除他的一切女維和街害。

- 25-



學植益智聞單E 罷

用正dL~喝喝Fatz包

13-在先知穆罕默德(廳主蜴福之，井使其平

安〉的吉詞中提劃z “男信士不要情悲女信士，如

果他不喜愛她的某一品性，那么，他金喜愛她的另

一品性。"由

乳釘JA..申可以-.符荷大益是:

第-2 指粵人的勻妻子、奈戚、朋友和工人

之悶的交往，每令人之間都有一科朕系，你座i亥培

非自己，每令人都舍有缺陷、不足和可憎的事情，

如果你友現了它，你鹿三且用它勻你庇尿的取責滑

比，或者你座益加強戰系和保持友囊，氾起討小人

和集体的利益勻宗旨，原諒不愉快的行方，重視美

德，保持交往和戰系，你就含義得完美的喜蝕。

第三 t 消除忱愁和煩惜，留下真誠，持之以

恆地履行各科主命和嘉行的取責，M.而裝得攻葷的

休息。堆沒有遵循先知穆罕默德(愿主賜福之，并

使其平安)的途令教辱，那么他就金顛倒是非，傾

向卑鄙的行渴，元視美德，他一定金忱愁不安，他

<i>(穆斯林蓋到II集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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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福島聲問.5£

一定金被困就在自己勾自己的喜愛者之間，失去許

多每令人都座座惡的I{R責。

i午多有崇高理想的人，他們在各科夫准和忱愁

面前能移堅忍和鎮靜的鍛嫁自己，但是在微不足道

的小事面前去PI惑不安，真誠被個找，遠是因方他們

注重在大事跟前培莽自己，而放奔小的事情，此而

使他們自身受到街害，影吶了他們的休息，明智者

培荐自身造血所有的大、小事情，并且祈求真主援

助，絕不合把自身委托蛤自己，即使一刻也要!迋

肘所有的大小事情封他都是筒主容易行的，剩下的是

內心安靜、舒遠。

14一理智者知道自己在今世中真正幸福、平安

的生活是非常短暫的，他不庄該把有限的生命浪費

到忱慮之中，因方那祥有連正抽的生活方式，他把

有限的生命多數周到忱慮和煩惜之中，遠在善人勻

惡人之間是設有區別的。但是信士能移~現送小丰

富份額，有益的福分，元洽是現在逐是特末。

·27·



牽宿鹿島E間建罷

用享受fI6息典.e失嚕~比

15-主他遭受災准或扭心肘，他也座三古以他所

荻得的教1'1和世俗方面的恩惠勻他所遭受的東准

相互比較，在比較的肘候，他金明白自己享受著件

件多多的恩典，所遭到的女堆徵不足道。

向祥，他也可以以害怕友生封自己有街害的事

情勻他享受的各科平安滑比，不要放弄任何一小根

小的可能性，座掌握吽多強有力的忍耐力，以此消

除他的忱慮勻不安，息最大能力承受可能合遇到的

事情，他座至3培莽自己赴理各手中事情的能力，如果

友生了，應力消除沒有友生的，消除或減弱己銓友

生的。

16一在有意文的事情中:你座三告知道別人財你

的街害，尤其是惡吉思唔，它不能紡害你，但卸能

銜害他們，除非是你的內心注重它，允吽它控制你

的感官，如果是那祥的活，它能街害你，就像能妨

害他們一祥。如果你設有方它留下希望，它就不能

街害你笙毫。

17一你鹿三告知道z 你的生活跟隨著你的思想，

如果思想方你帶固的是有益于你的教刊或今世的

-28 -



會租車緝的建挂

生活，那么，你的生活就是幸福美摘的:否則，事

情的結局是勻此相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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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審揖續聞單皂罷

JtdE 尋l lJ寺 A 益僑報酬

18一在消除忱愁最有意的事情中=你對尋求來

自于真主的撤酬，如果你善待你座改善待的人，或

善待投有文努必須要善待的人，那么，你豈知道:

遠是你勻其主的交往。你不要希望受恩者的感謝，

就像真主在敘述他真正仆人的特征肘說:

Q凶7刊J戶均以防~j~ J1，何其主，LPU! 學

[(他們現〉我們只方愛戴真主而販許你們，

我們不望你們的披酬和感謝。】@

i主科被証~在勻妻室子女的交往之中，以及你

勻他們向黨密的戰系，你何肘培莽自身停止其才他們

的街害，你硝己何肘得到了休息。

休息需要遵循美德，并根指令人能力履行它，

不要方了技得它而責成自己力所不及的，辱致你不

安，主你走在蛻蜓曲折的道路肘，遠是哲理，你虫

化忱愁克力暈，以此增加真誠的美味，消除忱銜。

19-把一切有意文的事情放在自己的面前，努

力安現它，不要回頗有街害的事情，以免由于迷悲

<D (人章》第 9 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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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積饗讀簡單皂麓

它而帶未各耕忱街和煩愴的因素，你三自借助休息和

聚精金神完成重要的工作a

·31-



會積島續時建揖

旁 IJ 免鹹，:L 作，長t..h ~忌，拿

20一在有意文的事情中:不懈地努力完成室主吋

的工作，然后寺心航事于未末的工作，因方如果你

沒有完成章吋的工作，特末的工作都金堆巨在你的

身上，髓后所有的工作都金聚在一起，你竭力日緊安

排它，如果你按肘完成了所有的工作，你可以以看

強有力的思想和能力面滑未來的工作口

21一你鹿三告進擇最重要的、最有意文的工作先

做。因方最重要的工作可以區別你自身所傾向的和

你特別渴望的，勻其相反的就是址你戶生民倦、萎

靡和忱愁的，你對以正硝的思想和商吋未赴理，你

盟主人真學司你想掌司的知氓，未安現利益，你若抉

心托靠真主，的碗，真主喜愛托靠他的人。

一切贊頌全阻真主，愿真主賜福我們的領抽穆

罕默德和他的家人，以及政主fl弟子。

2005 年一一-1425 年

艾布阿布杜拉﹒艾哈默德

海于光輝的表地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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